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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紹 

IRISCompressor 

是一款便利的壓縮工具，讓您只需輕點滑鼠幾下，就可將影像

和 PDF 檔案轉換為壓縮的 PDF 或 XPS 檔案。 

IRISCompressor 生成的 PDF 和 XPS 

檔案都是可進行全文文字搜尋的，這得益於 I.R.I.S. 的OCR 

技術（光學字元辨識）。 

 

重要提示 

IRISCompressor 能夠一次處理一個影像檔或 PDF 

檔。一個檔案最多允許包含 10 

頁。可按您在安裝過程中選擇的語言進行 OCR 辨識。 

如您需要同時處理更多檔案，請使用 IRISCompressor Pro。 

如您需要壓縮更大的輸入檔案或整批檔案，推薦您使用其它 

I.R.I.S. 產品，比如 Readiris 和 IRISDocument 

Server。這些產品還支援許多種 OCR 語言。請存取 I.R.I.S. 

網站 http://www.irislink.com 瞭解更多資訊。 

本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步驟均基於 Windows 7 作業系統。 

 

http://www.irislink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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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宣告 

ICOMP_Normal-dgi/pko-25012012-04 

版權 

版權所有 ©2011-2012 I.R.I.S.保留所有權利。 

I.R.I.S. 擁有 IRISCompressor 軟體及本出版品的版權。 

本文件中所包含的資訊為 I.R.I.S. 的財產。I.R.I.S. 

可在無需通知的情況下對文件內容進行變更，文件內容不代表 

I.R.I.S. 

的承諾。本文件中所描述之軟體系依照授權合約提供，該協定

中規定了使用此產品的條款。本軟體的使用或複製必須符合該

協定中的條款。未經 I.R.I.S. 

事先書面同意，不得複製、傳播本出版品的任何部分，將它存

儲在檢索系統或翻譯為其他語言。 

商標 

I.R.I.S. 徽標和 IRISCompressor 是 I.R.I.S. 的商標。 

OCR（"光學字元辨識"）、IDR（"智慧文件辨識"）和 

iHQC（"智慧高品質壓縮"）技術由 I.R.I.S. 提供。 

 

本出版品中提到的所有其他產品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

商標。 

iHQCTM patent-protected. US Patent No. 8,068,68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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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設定 

系統要求 

使用 IRISCompressor 所需的最低系統組態： 

 推薦使用奔騰 CPU 的電腦。 

 128 MB 記憶體。 

 115 MB 空閒磁碟空間。 

 Microsoft Windows XP、Windows Vista、Windows 7 

作業系統。 

安裝 

下載安裝檔案之前： 

檢查您需要的是 32 位元還是 64 

位元版本。要確認，您可以轉到 Windows 

控制面板，然後按一下系統。然後檢視系統類型。 

 



安裝設定 

6 

要安裝 IRISCompressor： 

 ESD 版本: 下載安裝檔案到電腦上。 

 按兩下啟動安裝檔案。 

 

 選擇設定語言，然後按一下確定。 

IRISCompressor Standard 

注意事項：在此選擇的語言將也是進行文件辨識的語言。 

 

 然後按一下下一步並遵循螢幕上的指示。 

 選擇我接受本授權合約中的條款，然後按一下下一步。 

 輸入使用者名稱和組織（可選）。 

 選擇安裝 IRISCompressor 

的目的資料夾，然後按一下安裝。 

預設資料夾是 C:\Program Files\I.R.I.S.\IRISCompressor。 

 按一下結束完成安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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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建議同時安裝多個版本的 

IRISCompressor。如您希望升級到更高版本，請務必先卸載當

前版本，再安裝更高版本。請參閱卸載主題瞭解更多資訊。   

激活 

安裝 IRISCompressor 之後需要將之激活。未激活的 

IRISCompressor 副本只能使用十天。 

要激活 IRISCompressor： 

 右鍵按一下要壓縮的檔案，然後按一下功能表 

IRISCompressor > 壓縮這裡。 

 

 系統會提示您激活 IRISCompressor。選擇是繼續到激活。 

 

 在激活金鑰欄位中填寫您的激活金鑰。 

如果您下載的是 ESD 版本的 

IRISCompressor（即"電子軟體交付"版本），激活金鑰已發

送到您的電子信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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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購買的是常規版本，激活金鑰在產品包裝盒裡。 

 

 然後按一下下一步並遵循螢幕上的指示。 

注意，需透過 Internet 連線完成激活。 

如本機無法連線到 Internet 

連線但仍要激活，那麼仍然按一下下一步。您將會看到一個

新的對話方塊。選擇手動激活並遵循指示操作。 

 

自動更新 

每當有新的更新可用，係統會提示您安裝更新。按一下下載安

裝進行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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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 

當您第一次啟動 IRISCompressor 

時，系統會提示您註冊。註冊您的 IRISCompressor 

副本將提供如下好處：產品更新、產品支援、新產品折扣等等

。 

進行註冊： 

填寫註冊表，然後按一下現在註冊。 

 

卸載 

要卸載 IRISCompressor： 

 關閉 IRISCompressor。  

 轉到 Windows 控制面板。 

 按一下程式和功能。 

 然後從清單中選擇 IRISCompressor，按一下卸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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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 IRISCOMPRESSOR 

使用 IRISCompressor 可壓縮影像和 PDF 檔案到壓縮的 PDF 或 

XPS 檔案裡。 

支援的影像檔案類型 

IRISCompressor 能壓縮下列影像檔案類型： 

JPEG JP2K 

(JPEG2000) 

BMP TIFF 

PDF* GIF 

PNG  

注意 如果 PDF 檔案中包含影像，最好將其壓縮。 

只包含文字的 PDF 檔案很難減少其大小。 

要壓縮多個影像或 PDF 檔案： 

 選擇您想壓縮的多個檔案。 

註：IRISCompressor 可一次壓縮最多 10 

頁。因此，請確保總頁數不超過 10 頁。供您參考：1 

張影像對應 1 頁。如您嘗試對包含超過 10 

頁的文件進行壓縮，將只處理前 10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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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右鍵按一下它們，指向顯示功能表中的 

IRISCompressor。 

 

 按一下壓縮這裡，在與原檔案相同位置壓縮檔案。 

預設轉換為壓縮的 PDF 檔案。 

註：如您轉換普通 PDF 檔案為壓縮的 PDF 

檔案，原檔案即被壓縮的版本覆寫。 

IRISCompressor 

生成的輸出檔案預設可進行文字搜尋，這得益於 I.R.I.S. 

的OCR 技術。 

重要提示：如您使用移動作業系統（比如 iPad 或 Android 

平板電腦），建議使用 Adobe Reader 開啟壓縮的 PDF 檔案。 

 按一下壓縮到最常用資料夾，將檔案壓縮到指定資料夾。預

設資料夾是您的文件 (C:\Users\"您的使用者"\Documents）。 

要變更預設設定： 

 右鍵按一下某個檔案。 

 指向 IRISCompressor，然後按一下選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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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 

選擇要生成的輸出格式：PDF 或 XPS。 

重要提示：如您使用移動作業系統（比如 iPad 或 Android 

平板電腦），建議使用 Adobe Reader 開啟壓縮的 PDF 檔案。 

OCR 

如您希望 IRISCompressor 

辨識影像中的文字，請選擇已啟用。IRISCompressor 

將生成可進行文字搜尋的輸出檔案。如 OCR 

禁用，IRISCompressor 將只壓縮影像而不辨識文字。 

註：OCR 

語言為您在安裝過程中選擇的語言。要選擇其它語言，請先移

除本應用程式然後重新安裝，在安裝過程中選擇不同的語言。 

註：確保您選擇的 OCR 

語言與檔案語言相一致。選擇不恰當的語言將導致令人不滿意

的 OCR 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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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常用輸出資料夾。 

"最常用輸出資料夾"是 IRISCompressor 

生成壓縮輸出檔案的資料夾。預設該資料夾是 

C:\Users\"您的使用者"\Documents。按一下瀏覽按鈕可進行變

更。 

進階選項 

 如您處理的影像並不完全正直 - 

或"傾斜"，選擇自動傾斜校正。自動傾斜校正選項可對影像

糾偏。 

 

註：傾斜角度不能超過 10 度。 

 如您處理既有包含縱向文字的影像也有包含橫向文字的影像

，選擇自動方向調整。自動方向調整選項將所有影像旋轉到

相同方向。 

註：影像必需包含文字，IRISCompressor 

才可進行方向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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